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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復活節的神蹟
揭開十字架的故事

每一年的復活節，世界各地的教

會都會藉著各種方式，無論簡

樸或盛大，向世人展示復活的榮耀。然

而，人們展示的榮耀，永遠也無法與

真實的復活故事所傳遞的榮耀相提並

論。這本小冊子，是摘錄改編自倪克遜

（William Rufus Nicholson）的著作《各各

他六大神蹟：揭開復活的故事》（Th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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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les of Calvary: Unveiling the Story of the 
Resurrection）。從中你將會發現，我們的

救主受苦背後的目的，以及祂死時兩個超

自然神蹟所隱藏的意義。讓我們一起來探

討這兩個神蹟：耶路撒冷墓園的墳墓開

了、墳墓中的聖徒復活得生。盼望你看了

這本書之後，復活節的榮耀能重新展現在

你的心中。

	

施丹尼（Dan Schae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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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馬

太福音27章51-52節

從正午直到下午三點，黑暗籠罩著整個大地，

這是耶穌被釘十字架期間六個神蹟中的第一

個（馬太福音27章45節）。這個神蹟是一連串超自

然事件的開始，也預示了耶穌基督的死亡。第二個

神蹟，是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奇妙地裂為兩半。第

三個神蹟是地大震動，磐石崩裂（51節）。第四個

神蹟是附近的墳墓開了（52節）。第五個標誌性的

神蹟是墳墓空了。最後一個神蹟，是許多已死的聖

（一）

墳墓開了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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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復活得生（53節）。這些是發生在各各他山上的

六個神蹟，全都與耶穌基督的死亡密切相關。

	 這些神蹟，有的發生在天上，有的發生在地上

和地底下，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組獨特的神蹟，每

一個神蹟，都在基督永恆的救贖行動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每一個神蹟，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向我們

闡明救主所受極大痛苦的意義和目的。這六個神蹟

都環繞著基督的死亡，讓我們可以堅定地相信我們

得救的真理。

	 在此，我們將要專注於各各他的第四個神蹟

──墳墓開了。

	 這一片紊亂的墳場，在一連串的神蹟中佔有獨

特的地位。這是此前所有神蹟的高潮，也預示著隨

後要發生的神蹟。現在一起來思考福音書中與我們

有關的一些事實。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

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

體，多有起來的。」（馬太福音27章50-52節）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為地面震動而使得墳

墓開了。我們或許可以因此推斷：當時大部分的墳

墓都在各各他山或其周圍。當時地震最為劇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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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就是震央，極有可能就是耶穌被釘死十字架

之處。根據聖經記載，後來耶穌被安放在附近約瑟

的墓地（約翰福音19章41-42節）），因此我們可以

肯定各各他山附近有一個墓園。

發生的地方

	 聖徒復活的神蹟發生在什麼地方，其實非常

重要。如果這個神蹟是為了見證耶穌的死所彰顯的

能力，那麼，發生神蹟的墓地必須要靠近十字架。

還有一個提示，可以知道這些墳墓的確靠近耶路撒

冷，因為聖徒復活之後，可以即刻進入耶路撒冷，

向眾人顯現（馬太福音27章53節）。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

斷，這些裂開的墳墓是屬於岩

石墓穴，就是在岩石上鑿出的

洞穴，墓穴的入口用滾動的大

塊石頭封住。我們如此推測，

是因為「磐石崩裂」和「墳墓

開了」之間有明顯的關聯。

	 既然墳墓打開與磐石崩裂

有著密切的聯繫，為什麼將它

們分成兩個事件呢？這是因為

.墳墓開了，就像

是隨後而來的復

活榮耀所發的第

一縷曙光。



 復活節的神蹟888

兩者之間仍然存在顯著的區別。磐石崩裂顯示了大

自然的力量，而墳墓打開則是超自然的計畫。磐石

崩裂本身，並不能預示會發生什麼事。然而，墳墓

開了，就像是隨後而來的復活榮耀所發的第一縷曙

光。

	 地震不僅僅是打開墳墓的方式，而且是一個

具有特殊意義的獨立神蹟。同樣地，墳墓打開不僅

僅是地震所帶來的結果，還有其獨特的意義和重要

性。墳墓打開是地震的即時結果，而地震則是基督

在十字架上大喊勝利 的瞬間結果。而且，如同地震

發生在基督大聲喊叫之時，墳墓打開也回應了耶穌

的喊叫。在基督死亡的那一瞬間，墳墓開了。

那些是誰的墳墓？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聖徒的墳墓開了，他們

是上帝的兒女。這些聖徒都是期盼著彌賽亞拯救的

 四本福音書都描述了耶穌斷氣的那一刻，是在地震發

生前的瞬間。有三本福音書提到耶穌大聲喊叫（馬太

福音27章50節；馬可福音15章37節；路加福音23章46 
節），而根據約翰的記錄，正是在耶穌說「成了」的時

候，祂就完成了使我們與上帝和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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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在他們的墳墓開了，正是他們長久的渴望得

到了回應。

	 這是一幅美麗的圖景。每一個上帝的兒女，都

是祂因為愛而親自個別揀選的。在上帝眼中，他們

的墳墓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

	 然而，在基督死亡的瞬間，儘管墳墓被打開

了，但那些已睡聖徒的身體，要等到第三天耶穌復

活之後，才得以復活。「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

墳墓裡出來⋯⋯」（馬太福音27章53節）。這段記

述清楚表明，直到耶穌復活以後，已死的聖徒才得

以復活。

	 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要探討聖徒的復活，而是

單單針對墳墓的裂開。墳墓打開不僅是為了讓墓中

復活的人出來，它還具有重要的意義。墳墓打開，

不僅僅是為了替復活的人開路；就如地震的結果，

不僅僅是為了讓墳墓打開。

	 事實上，墳墓打開是一個奇妙的預備行動，需

要在基督死亡之時完成，並確切地發生在救主親自

進入死人中間的那一瞬間。雖然那些基督要使他們

復活的聖徒，必須延遲到祂復活之後才得以復活，

但墳墓打開的事卻不能拖延到基督從死裡復活之後

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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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所有這些情況都考

慮在內，就可以感受到這是個

何等強大的神蹟！我們絕對相

信，上帝在這裡的作為，是對

耶穌基督的死亡提出一個最清

楚、最強有力的寶貴見證。明

確的歷史事實，見證了那珍貴

的恩典已經向我們揭露。這些

墳墓在基督死亡的那一瞬間打

開了，但聖徒要到第三天早晨

才復活，這表明墳墓裂開是一

個展示。

	 封住墳墓入口的岩石在地震中裂開，如果僅僅

是為了讓復活的聖徒能夠出來，那麼地震應該發生

在他們復活的時刻。但是，那些墳墓從星期五下午

裂開後，直到星期天上午都一直敞開著，擺在千千

萬萬的群眾面前。因為當時正值安息日期間，不允

許將打開的墳墓復原封存。那麼，敞開的墳墓就是

要作一個展示，表明有事情即將發生，不是嗎？

是什麼樣的復活呢？

	 我們或許會問，墳墓打開到底是為什麼？這

上帝在這裡的作

為，是對耶穌基

督的死亡提出一

個最清楚、最強

有力的寶貴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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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樣的復活呢？這是不是使徒所說「更美的復

活」（希伯來書11章35節）呢？是最後榮耀的身體

復活呢？還是像拉撒路一樣，復活的僅僅是地上會

朽壞的肉體呢？

	 從聖經的記載來看，答案應該是屬於後者，

我在稍後會加以說明。然而，這裡要指出的是，墳

墓裂開意味著復活的是地上的肉體。如果挪開墳墓

入口處的石頭，只是為了讓屬靈的復活身體能夠出

來，那麼這樣的想法就不合邏輯。因為屬靈的身體

有其屬靈的特性。耶穌復活後，帶著屬靈的復活身

體，不需經過房門，就能進入使徒們聚集的房間

（約翰福音20章19、26節）。耶穌復活後的身體，

正是將來所有聖徒復活後會擁有的榮耀身體。

	 那麼，像耶穌這樣的復活，需要把墳墓打開

嗎？當然不需要。這就像我們人死了，我們的靈魂

離開這世界，根本不需要打破我們所在房間的牆壁

或天花板一樣。

基督的復活全然不同..

	 耶穌的身體從墳墓出來，向我們揭示了這一

重要真理。雖然封住墳墓的巨石已經被推開，但在

這之前，耶穌早已離開了墳墓。巨石是在耶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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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之後被推開的，為的是要向門徒展示墳墓是空

的，叫他們能因此相信祂的復活。有一位天使將這

塊巨石推開，但基督當時已經不在那裡了。

	 相反地，拉撒路的復活是原本肉體的復活，因

此耶穌需要吩咐人「把石頭挪開」（約翰福音11章
39節）。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各各他山

墳墓打開只有一個結論：這些聖徒所經歷的，只是

他們肉體的復活，他們還沒有得到最後那榮耀復活

的身體。

	 那些從墳墓裡復活的聖徒，尚未完全表達出哥

林多前書15章所宣稱的基督得勝，因為他們只是從

死裡復甦，還沒有從死裡復活。

	 這是個非常驚人的事件，因為它可以展現並

肯定那將來更美的復活真相。當耶穌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約翰福音11章25節）時，隨後

就使拉撒路的肉體復活，以此展示復活的真理，儘

管拉撒路所經歷的並不是最後榮耀的復活。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只有一些墳墓被打開

了，因為這並不是他們最終的復活。再者，上帝選

擇只讓少數的聖徒復活，也不是因著對他們的偏

愛。所有上帝的子民都為祂所寶貝，祂只讓少數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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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活過來，是為要與祂所教導

的目的相稱，同時也足以引起

人們的關注。只需打開一些墳

墓，便足以證明十字架的大能

大力，而這些打開的墳墓所展

示的能力，為歷世歷代所有上

帝的子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

示範。

	 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一個真正的神蹟，但也

是一個象徵性的神蹟。象徵

就是以有形的事物表達無形的

概念。例如，羔羊是溫順的象徵，因為羔羊不會抵

抗。在舊約中，被殺的羔羊預表著被釘十字架的基

督。同樣地，墳墓裂開，以及墳墓中的人活過來，

乃是所有上帝子民未來光景的一幅縮影。

復活的象徵

	 墳墓打開，象徵著最後榮耀復活的所有障礙

已經清除，因為它挪去了叫聖徒已死身體復甦的障

礙。但那些封閉的墳墓，即使被岩石封住，與最後

的榮耀復活所涉及的難度相比，實在只是微不足道

這些打開的墳墓

所展示的能力，

為歷世歷代所有

上帝的子民，提

供了一個明確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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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礙。

	 最後，它還意味著我們可以期盼更美的復活身

體。因著這些打開的墳墓，所有攔阻聖徒那會腐敗

的身體復活成為不朽之身的因素，如今都已除去。

	 再者，由於復活的身體表示靈魂的存在，所有

曾經攔阻舊約聖徒已脫離身體的靈魂離開陰間 ，獲

得榮耀復活身體的因素，如今也因著這些打開的墳

墓，盡都清除。

	 所以墳墓裂開與陰間打開是相對應的，這就

是說，死亡的本身，包括靈魂與肉體的分離，以及

肉體的自然腐爛，實際上都已從這些聖徒身上廢除

了。

	 在陰間裡，每一個聖徒的靈魂都可以出來與他

們的身體重新連結，成為榮耀和不朽的身體。不再

有任何障礙可以攔阻這事，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

等候上帝所定的時間。

 陰間（HAY-deez）是一個聖經用語，用來描述死者居
住等候基督復活的地方。這個希臘文詞語在新約聖經中

出現過11次。儘管有一些英語譯本將之譯為地獄，但這
個詞從來沒有用於描述最後審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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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陰間？

	 陰間是上帝所預備，用來

安置、安慰舊約聖徒的地方。

雖然他們的自由在那裡受限

制，但因著基督已得勝，上帝

的聖徒將不再進入陰間。基督

復活升天之後，聖徒們也高昇

到那裡，遠在諸天之上。

	 不僅如此，當耶穌從陰間

返回時，祂帶回了所有曾進入陰間的舊約聖徒，並

在升天時把他們帶到了天上。陰間的大門無法勝過

祂的教會。

	 因此，墳墓因地震而打開，是一個多麼美妙的

象徵啊！換言之，救主受死所帶來的勝利，已經觸

及到「地裡頭」（馬太福音12章40節），並打破了

妨礙聖徒通行的大門。

	 這在「地裡頭」的勝利，已震盪到表面。震動

的大地和崩裂的磐石，象徵著喜悅的轉變，是為陰

間舊約聖徒所成就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墳墓打

開所象徵的靈魂得救，已經成為那些在基督裡死了

之人有福的經歷。

震動的大地和崩

裂的磐石，象徵

著喜悅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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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墳墓打開所象

徵的，即上帝子民仍在等待的

榮耀身體的復活，如今已經為

我們成就了，而且是千真萬確

的。讓靈魂完全的、有福的復

活，以及讓身體完全的榮耀復

活的一切障礙，都徹底消除

了。如今，我們這些信徒只需

等候主在榮耀中降臨，我們就

能與祂相遇。這是耶穌基督的

死，為我們成就那極美的勝

利。

	 墳墓是什麼時候打開的呢？是在耶穌斷氣的那

一瞬間。特別強調這一瞬間，是因為直到第三天基

督復活之後，那些已死的身體才復生。墳墓雖已打

開，但真正的身體復活還沒有發生，這標誌著基督

的死和墳墓的打開之間有直接的關聯。

基督摧毀了死亡的權勢

	 基督的死，打開了墳墓。祂的死，摧毀死亡的

權勢，死亡的權勢就是罪。死因著罪進入了世界，

成為罪的刑罰。因此，無罪基督的死，使祂能為自

讓靈魂完全的、

有福的復活，以

及讓身體完全的

榮耀復活的一切

障礙，都徹底消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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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百姓承受罪的刑罰。

	 但死亡主要是在於靈魂與上帝的生命隔絕，身

體的腐爛，僅僅表達死亡的陰影。

	 因此，當耶穌為祂的百姓承受罪的刑罰而受死

時，祂的死不僅是身體的死，更可怕的是祂的靈魂

要倍受煎熬，承受極大的痛苦。祂為我們的緣故受

了詛咒，好叫我們能蒙拯救脫離詛咒。這樣，祂為

我們消除了罪的刑罰，使我們不再被定罪。

	 因此，這就是耶穌死亡瞬間墳墓打開的象徵意

義。罪致人於死的權勢，已經被祂的死所粉碎，而

且攔阻我們獲得真正永生（包括靈魂和身體）的一

切障礙，也都完全除去了。

監獄的門打開了

	 耶穌的死，就像是打開了監獄的門，撤去了守

衛，並且清通了道路。祂的復活是這種新自由的初

熟果子。

	 祂的死，成為祂子民復活蒙福的確據，因為祂

除去了得著新生命的一切障礙。祂的復活將這恩典

賜給祂的子民。

	 祂的死，使我們合法地免於罪的懲罰；祂的復

活，是真正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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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死，使我們從罪中得

到赦免；祂的復活，證明所付

罪債已被接受。

	 祂的死，打開了陰間；祂

的復活，清空了陰間。祂的

死，使墳墓裂開；祂的復活，

使祂的聖徒從墳墓復活，進入

永恆且不朽壞的生命！

	 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死所

帶來的救贖能力。「墳墓也開

了」（馬太福音27章52節），

從此不再有任何障礙，可以攔

阻任何人脫離永遠的死亡。耶

穌說：「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是已經

出死入生了」（約翰福音5章24節），並且「必永遠

不死」（約翰福音11章26節）。

	 凡信靠基督的人都因著信，從罪的轄制中得了

釋放，如今成為上帝的兒女，因為他們已經出死入

生了。與此同時，他們會朽壞的身體正等待著榮耀

的那一刻來到，因為所有的障礙都被清除了。從墳

墓直通上帝榮耀同在的道路，已被打通，等待他們

的只有那永恆的喜悅和福樂。

.耶穌說：「那聽

我話、又信差我

來者的，⋯⋯是

已 經 出 死 入 生

了」，並且「必永

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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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已經完成

	 在基督死亡的那一瞬間，墳墓打開了。請記

住，在祂死亡的瞬間，我們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解

決。墳墓不是只裂一個小縫；障礙也不是只除去了

一部分。

	 上帝對我們的赦免和接納，是毫無保留的。基

督為我們所成就的工，也是完全的，無可增減。我

們現在就可以在基督裡得蒙拯救，脫離罪惡，因祂

賜給我們的救恩是完備無缺的。



（二）

各各他山的復活.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

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

聖城，向許多人顯現。─馬太福音27章52-53節

各各他山的第六個神蹟，是緊隨在耶穌基督

復活之後，聖徒的復活。這段經文告訴我

們，在基督死的那一刻，有些墳墓因地震而被打

開，已死聖徒的身體，在基督復活後也復活了，並

且進入耶路撒冷，向許多人顯現。這裡講述的是最

偉大的神蹟之一，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超自然事

件，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神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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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證明的標記

	 這段描述具有明確的歷史

證據，與當時其他神蹟事件並

列。這回應墳墓開了的神蹟，

也解釋了墳墓打開的目的。正

如墳墓開了是奇蹟般地震的結

果。地震則奇妙地對應幔子的

裂開，而幔子的裂開又回應了

十字架上的得勝呼喊，就是為

我們受難且即將進入死亡的基

督，從象徵黑暗的恐怖中發出

的勝利呼喊！所以，如果各各他山此前所發生的神

蹟都是歷史的真實事件，那麼，為了維護事件的一

致性，聖徒復活必定也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這也是

終結這一連串的重大神蹟，唯一合邏輯的方式。

	 此外，各各他山墓園裡聖徒的復活也與整個救

贖的教導完全符合。對於這些聖徒因著耶穌的復活

而復甦，我們與其感到驚訝，不如在聽到這件事時

這麼說：「這事恰逢其時，全然可信，因為這是將

來世界所有聖徒復活的保證；那時，無論聖徒的遺

體躺臥在哪裡，這必朽壞 的身體，都會變成不朽

已死聖徒的身體，

在基督復活後也

復活了，並且進

入耶路撒冷，向.

許多人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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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必死的身體，要變成不死的！」

奇妙的沉默

	 那麼，讓我們再來思想聖徒復活這段經文的

沉默之處。在這種沉默中，我們看到了真實可信的

跡象。在那裡，懷疑不信的擾攘聲被迫沉寂下來，

甚至最嚴厲的批判者也發出了驚嘆。福音書作者講

述了這個神奇的事蹟，但我們也好奇地提出一個問

題。我們的問題是福音書作者為何僅用幾句話，來

描述這神蹟。

	 福音書作者告訴我們，當主復活的時候，有

些已睡的聖徒起來，離開他們的墳墓，進入耶路撒

冷，向許多人顯現。除此之外，作者並沒有多說什

麼。他們到底是誰？人數有多少？他們是進了百姓

的家，還是走在街道上？他們在主耶穌顯現的四十

天中，只出現過一次，還是很多次？都沒有隻言片

語可循。死後復生對他們有何影響？他們與人談論

過死人的境界嗎？有沒有談到不久前基督也曾進入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說：「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

朽壞的。」他是說，我們屬地的身體要轉換成不朽壞的

身體，將永遠不死，也永不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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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境界？他們最終如何，何時消失？還是他們繼

續活著？對於所有這些問題，聖經保持沉默，沒有

告訴我們答案，好像根本不認為有人會提這些問

題。

	 作者也沒有提到，這些復活的聖徒是否是最近

才死的人。乍看之下，這是可推論的結果，因為他

們向許多人顯現。除非有人認得他們，否則他們為

什麼要顯現呢？不過，儘管門徒從未見過摩西和以

利亞，卻在耶穌變像 時認出了他們。當然，聖靈能

夠讓人認出以前沒見過的人。聖靈能夠輕易且悄悄

地進入我們的心靈，給我們亮光或啟示。

	 事實上，馬太福音這段經文的要點，不僅僅是

聖徒的「顯現」，因為他們的顯現並不能全面表達

作者的本意。經文還要表達的是，眾人清楚認出了

他們，這不是說能叫出他們的名字。經文暗示的焦

點是，眾人清楚辨認出，他們是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的變像，在福音書中提到了三次（馬太福音17章
1-13節；馬可福音9章2-8節；路加福音9章28-36節）。
使徒彼得、雅各和約翰陪伴基督上了一座山，耶穌的

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馬太福音17章2
節）。摩西和以利亞在山上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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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如何看待馬太福音中這種精簡的描述

呢？有什麼玄幻小說，會有如此簡短背景的神祕故

事？如果歷史可以用藉由將事件載入編年史的方式

來判定，那麼這段敘述就是歷史。再者，這是一部

聖史，因為，若非上帝默示，什麼樣的歷史學家會

如此克制自己的想像力？一般上，窺探另一世界秘

密的慾望，是令人難以抗拒的。最古老的一種迷

信，就是試圖與死者對話。這是摩西律法所禁止

的 。它是古人一種無知的狂妄做法。然而，即使

在我們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當人類以為自己已經

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時，我們還會看到這種做法仍

然存在。

	 所以我說，在這段經文中，沉默幾乎和神蹟本

身一樣奇妙。沒有人可以用這麼少的篇幅，來描述

如此重大的神蹟。

	 這些已死的聖徒得到怎樣的復活呢？聖經所提

到的復活有兩種型態。聖經記載了許多人的復活，

都只是恢復現世的肉體生命。例如：撒勒法的寡

婦之子（列王紀上17章）、書念的兒子（列王紀下

 通靈術或試圖與死者交談，就是占卜，為摩西律法所

禁止（利未記19章26節；申命記18章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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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以利沙的骸骨所復活的人（列王紀下13章
20-21節）、睚魯的女兒（路加福音8章40-56節）、

拿因寡婦的兒子（路加福音7章11-15節），以及拉

撒路（約翰福音11章）。這些事例都只是血肉身體

的復活，這樣的身體會再次死亡。在這些復活的事

例中，毫無疑問的，他們過後都再次死了。

最終的復活

	 在哥林多前書15章中，提到了完全不同的復

活身體，並應許我們這些盼望主降臨的人，都會得

到這種復活。在43-44節告訴我們：「所種的是羞

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

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

身體。」這是真正的復活，是從死亡中真正地活過

來。

	 但是，我們應該把那些從墳墓中出來的人歸

在哪一類呢？是哥林多前書15章所提到屬靈的、不

會再死的、不朽壞的復活身體呢？還是像拉撒路和

其他剛剛提到的那些人一樣，只是血肉身體的復活

呢？聖經是否為我們提供了找到答案的線索呢？

	 哥林多前書15章告訴我們，所有基督裡的人，

都要復活得著所描述的復活身體（22節）。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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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讀到，「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23節），我

們「所有」要復活的每一個人，都會按照自己的次

序復活。

	 那是什麼次序呢？「初熟的果子 是基督，以

後在祂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人要復活（23

節）。基督首先復活，而且祂確實已經復活了，有

了最後復活身體的樣式。然後，當祂再來時，所有

屬祂的人，都將以同樣的方式復活。

	 請特別留意，使徒保羅並不是說，只有那些以

前沒有復活過的人，才會在基督降臨時復活。他說

的是肯定的，是包括所有「屬基督的」人，他的意

思是無一例外。所有屬於基督的人，就是歷世歷代

每一個屬祂的人，都要復活。然後他補充說，「但

各人」，直到最後一個，是「按次序」復活。保羅

解釋說，他們的次序是以基督為「初熟的果子」，

 保羅說，耶穌的復活是「初熟的果子」。猶太信徒清楚知

道，保羅使用這個概念時所想到的是什麼。猶太農民在

收割大批莊稼之前，會到農田先收取一小部分。然後他

們把這些先收取的莊稼帶到聖殿，表達對上帝的感恩；

同時也表明他們有信心很快能收割所有同樣的莊稼。收

割初熟的果子，是期待其餘莊稼也陸續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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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是「在祂來的時候」。

	 請注意，保羅很謹慎地表明，古往今來所有有

份於這種復活的人，都會遵照這個次序。

	 因此，很明顯地，基督的子民都還沒有獲得

那屬靈的、不朽壞的身體，需要等到祂再來之時才

能得到。那些在各各他山墳墓中起來的聖徒，復活

的只是血肉的身體。他們仍在等待那真正的復活身

體，那時我們也都要復活歸到基督那裡。從古到今

所有的聖徒，都要如此。沒有人會比另一個人優

先，沒有人會比另一個人更早變得完全。上帝已經

為我們預備了那更美的事物，所以那些在各各他山

復活的聖徒，也要等到耶穌再臨時，才能和我們一

起變得完全。

	 上帝在這裡是要教導我們什麼呢？祂要教導我

們最後復活的真理及其必然性。這裡是用象徵性的

事件來教導。各各他山的聖徒生命復甦，預示著將

來更大的榮耀。他們經歷的不是最終的復活，但也

是一種復活；不是事物的本體，而是事物的影子。

然而，他們是非常重要的預表，顯明那無所不能的

作為。這種身體復活背後的更大意義是：他們是未

來更榮耀場景的預演。

	 上帝已經多次向我們保證將來復活的榮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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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祂直接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在基督完成

祂的工作，即將離開這個世界時，聖徒的生命復甦

可以向我們預示最終的偉大復活，這能讓我們確信

耶穌將來必要讓所有的聖徒復活。這是祂臨別前向

我們展示祂的目的和能力，並向我們保證，救主必

會在榮耀中再度降臨，與復活的聖徒相會。

上帝的目的

	 我們不知道上帝讓這些聖徒復活的其他目的，

但至少有這個目的，當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約翰福音11章25節），並藉拉撒路從死

裡復活來證明這一真理時，這證據並不在於強調拉

撒路是以怎樣的身體復活。哥林多前書15章，清楚

展示了耶穌是復活和生命的意義。所以拉撒路的復

活是表明自然生命的恢復，是最後真正復活的預

演，是以肉眼可見的方式，顯示了兩種復活所需的

全能力量。

	 事實上，將歷史與象徵結合起來，是整個各

各他山六大神蹟的一個重要特徵。三個小時的大黑

暗，雖然真實不虞，但也是一個象徵。幔子裂為兩

半，就好像一個工匠用刀片從上到下將其切割開

來，是一個象徵。地震導致岩石崩裂，是一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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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墳墓開了，也是一個象徵。耶穌裹屍布的奇妙

擺放，向約翰展示祂的復活，也是一個象徵。在

此，這些從死裡復活、進入現實生活中的聖徒，仍

然只是個象徵，為這些神蹟做了美好的完結。

確信的根基

	 想到這一令人震撼的場景，我們將對最終的復

活更有信心，更有把握！當我們說一件曾發生的事

件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說它不僅僅是用言語來陳

述一個概念，而是以具體的實例來作為一個象徵。

	 耶穌曾說過一個最美的比喻：「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約翰福音15章5節）。如果一位藝

術家在畫布上繪製葡萄藤和枝子，你會看到基督和

信徒連結的畫面，但那只是一幅畫。但如果說，你

所觀看的是一棵真正的葡萄樹，並知道是上帝所種

植，其目的就是作為你與祂連結的比喻。你想想

看，這種基督和信徒之間的聯合，將會變得多麼令

人印象深刻！

	 同樣地，我們在啟示錄中看到眾人穿著白衣，

雖然白衣是眾人最終復活榮耀的象徵，卻仍只是一

個圖像，因為事情還沒有真正發生。但各各他山墳

墓中的情況，卻是死亡在特定時間內被摧毀，生命



 復活節的神蹟3030

復甦的真實事例，也是上帝無所不能的例子，祂讓

身體朽壞的人得恢復。那些在耶路撒冷街頭行走的

聖徒復活的身體，是上帝所安排的代表，是不朽和

永恆榮耀的預示，但作為真實的事件，也展現出它

所代表的事必定會發生。

宏偉的計畫

	 此外，上帝的宏偉計畫帶給我們的是何等驚人

的印象！一旦想到，那些生命復甦的聖徒還未擁有

那「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身體（哥

林多前書15章43節），我們就會明白，上帝的旨意

是要讓最終的復活，成為基督身體──教會合一的

美妙展示。

	 「那些屬基督的」（哥林多前書15章23節）就

是指教會，表明了基督身體的任何成員都不會比另

一成員先得榮耀。無論是眼睛、手、腳，最俊美的

和最不體面的，不管他們是葬在格陵蘭的冰雪之

下，還是在非洲炙熱的泥土裡，他們都將一同進入

豐盛的永生。到那時候，整個基督的身體，古往今

來的所有肢體，都將在同一時刻，出現在壯麗和榮

耀的完美和諧中。

	 另一個教導是，唯有基督自己親自拯救，祂



各各他山的復活  31    

的子民才能得救。唯有當基督自己從死裡復活後，

各各他山的聖徒才能從死裡復活。「耶穌復活後，

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入聖城」（馬太福音27章53

節）。

	 雖然這些聖徒的復活並不是他們最終的復活，

他們復活的身體也還沒有成為像基督一樣榮耀復活

的身體，但他們得著復原的身體活了過來，這是最

終復活的極美象徵。作為這樣的象徵，他們在基督

復活之後，立即且特意現身在眾人眼前。也就是

說，他們是緊隨著耶穌的復活，從墳墓出來。他們

跟隨祂，亦步亦趨，讓眾人看到復活的實例。

	 換句話說，耶穌基督只有親自消除罪的詛咒

並勝過罪，才能成功地除掉罪在祂的子民身上的咒

詛。由於耶穌是被指定要承擔我們所有罪孽的那一

位，如果祂沒有藉著完全的受苦獻上蒙悅納的祭，

從而在天父面前被宣告為義，我們就永遠無法因信

而被稱義。如果祂自己沒有真正復活，我們也不可

能真正復活。因為這樣，祂的子民在祂裡面與祂合

一。祂的死就是他們的死；祂的生命就是他們的生

命。祂說：「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約

翰福音14章19節）

	 噢，我們所要承受的基業，是具有何等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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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證！我們與基督聯合，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即

使是現在，我們的生命已經「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

裡面」（歌羅西書3章3節）；並且到了時候，祂必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

身體相似」（腓立比書3章21節）。

	 每一個聖徒，也就是每一個相信耶穌的人，到

耶穌再臨的時候，都將會復活並且永遠地活著，永

遠不再受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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